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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程新材实现最高营收7亿元

从营业收入看，28家海南挂牌企业中
有18家实现营业收入超5000万元；其中，
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11家，
分别是：荣程新材7.36亿元、传味股份2.63
亿元、蓝岛环保2.37亿元、希源农业2.31亿
元、宜净环保 1.98 亿元、皇隆制药 1.95 亿
元、琼中农信 1.83 亿元、延安医药 1.46 亿
元、海控能源1.39亿元、天地人1.28亿元、
康泰旅游1.23亿元。

今年上半年，荣程新材以7.36亿元的
营业收入位居营收榜榜首。其原因，主要
原因是上半年公司加大岛外项目开发力
度，增加的中冶天工集团等销售额以及同
期增加下属子公司海南荣程电子商务有限
公司的销售额。

营收增幅方面，上半年，有3家企业实
现营收同比翻番，分别是：中视文化同比增
长 790.56%、海旅饮品同比增长 137.81%、
星捷安同比增长102.97%。

增长幅度最大的中视文化半年报称，
今年上半年中视院线新开3家影城，共计
19家影城投入运营，但因疫情对电影院线
的影响，营收虽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，但仍
不达预期。

此外，ST嘉美股在报告期内无营业收
入，主要系公司受到疫情影响，文体项目暂
停。

琼中农信盈利7000万元最赚钱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方面，
今年上半年，超半数（16家）海南挂牌企业
实现盈利。其中，有6家企业实现归属于

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千万，分别为：琼
中农信 6079.34 万元、延安医药 3578.79 万
元 、信 源 小 贷 1290.96 万 元 、第 一 成 美
1098.29万元、希源农业1012.72万元、蓝岛
环保1007.55万元。

琼中农信继去年之后，再次位居净利
润榜榜首。该公司半年报显示，截至6月
末，该公司各项存款总量达56.70亿元，较
年初增0.17亿元、增幅0.3%；公司各项贷款
总量（含小额划转留存贷款）达41.81亿元，
较年初减少3.2亿元、减幅7.2%；公司普惠
型小微企业户数3076户，贷款余额4.89亿
元，占各项贷款比例12.29%，涉农贷款户数
46370 户 ，贷 款 余 额 18.76 亿 元 ，占 比
47.09%。

此外，今年上半年，有 12 家企业亏
损，其中，ST 易航亏损最为严重，其归属
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3003.5 万
元，同比增亏。根据 ST 易航半年报，报
告期内，该公司其他应收款（与经营业务
无关的应收）达 29.47 亿元，占总资产的
比重高达 67.80%；而应收账款（与经营业
务有关的应收）也达到 5.72 亿元，占总资
产的比重 13.16%。上述款项主要是公司
与海航集团等关联企业交易产生的款
项。同时，公司还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
风险。

亏损超千万的还有传味股份，其在上
半年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
损1942.9万元，同比减亏。公司称，报告期
内，公司活禽养殖和生产经营继续保持了
正常运行，但受疫情和供求关系影响，活禽
价格持续低迷；受极端天气影响，全球粮食
减产明显，饲料价格同比上升导致成本增
加。

金元期货盈利同比增长超13倍

从盈利能力看，今年上半年，有7家企
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，4 家企业实现同
比扭亏为盈，4家企业同比减亏。

在7家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企业中，有3
家实现同比翻番，分别是：金元期货同比增
长1368.68%、荣成新材同比增长668.14%、
蓝岛环保同比增长127.98%。

金元期货同比增幅最大。其半年报显
示，据该公司单边统计，2021年1-6月公司
成交量为 487.71 万手，去年同期 328.25 万
手，同比增加48.58%，市场成交量同比增加
47.37%；今年上半年成交额为 3623.85 亿
元 ，去 年 同 期 1934.31 亿 元 ，同 比 增 加
87.35%，市场成交额同比增加73.05%；公司
成交量的市场占有率从 2020 年 1-6 月的
千分之 1.30 升至 2021 年 1-6 月的千分之
1.31，公司成交额的市场占有率从2020年
1-6月的千分之1.17升至2021年1-6月的
千分之1.27。

荣程新材实现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，
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度公司对逾期项目的回
款进行清收，并按合同约定计算逾期项目
资金占用费确认利息收入900.63万元，因
而导致上半年净利润增加；另外公司作为
广西柳钢产品海南总代理商，上半年总体
采购成本有所下降，毛利增加。

另外，有 4 家企业实现了同比扭亏为
盈，分别为新道科技、海旅饮品、天鸿设计
和 ST 新生。海旅饮品较上年同期扭亏
334.63%，扭亏幅度最大。其半年报称，上
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受疫情严重影响，财务
指标急剧下滑，今年上半年度随着国内疫
情形势的好转，公司经营状况有所恢复。

□ 本报记者 曾丽园

28家新三板海南企业已完成半年报披露工作

上半年实现总营收32亿元 盈利7536万元

截止8月31日，在新
三板挂牌的 28 家海南企
业均已全部披露 2021 年
半年报。据《证券导报》
记者统计，今年上半年，
28 家海南挂牌企业实现
营业总收入 32.73 亿元，
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
东 的 净 利 润 总 额 为
7536.95万元。

28 家海南挂牌企业
中，有11家企业实现营业
收入超亿元，其中，荣程
新材以实现营收 7.36 亿
元位居营收榜榜首。净
利润方面，有16家企业实
现盈利，琼中农信以实现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
净利润6079.34万元居盈
利榜首位。

盈利能力方面，28家
企业中有7家实现净利润
同比上涨，4 家实现扭亏
为盈，4家实现同比减亏，
同比由盈转亏的企业有4
家。

截至目前，有10家海
南挂牌企业进入创新层，
分别是：中视文化、琼中
农信、天地人、新道科技、
天鸿设计、延安医药、宜
净环保、涛生医药、传味
股份、荣程新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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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

营业收入 净利润

1 430753 琼中农信 18342.82 -20.2 6079.34 -11.03

2 839010 延安医药 14615.62 0.29 3578.79 70.32

3 832905 信源小贷 1793.02 8.59 1290.96 32.48

4 872104 第一成美 5169.2 17.87 1098.29 -16.46

5 870981 希源农业 23140.82 12.57 1012.72 7.09

6 834335 蓝岛环保 23653.96 7.62 1007.55 127.98

7 873053 荣程新材 73599 13.81 957.84 668.14%

8 832888 天地人 12777.21 61.87 769.81 56.1

9 872050 金元期货 4064.67 95.85 630.54 1368.68

10 839080 宜净环保 19831.49 11.07 547.71 -53.06

11 833694 新道科技 7538.77 83.58 356.2 扭亏为盈

12 873325 六八股份 2619.32 2.99 223.9 -39.49

13 872009 海旅饮品 4106.86 137.81 129.26 扭亏为盈

14 833835 天鸿设计 3972.68 82.47 87.47 扭亏为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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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834298 皇隆制药 19512.89 -17.68 56.08 -90.96

16 832297 ST新生 9012.85 -15.18 1.43 扭亏为盈

17 871641 ST嘉美股 0 0 -42.98 减亏

18 870080 南海网 5554.67 54.25 -215.72 增亏

19 838274 星捷安 1163.23 102.97 -425.47 增亏

20 839411 涛生医药 7111.1 -45.24 -471.93 由盈转亏

21 834155 海南沉香 354.16 15.86 -491.59 减亏

22 430508 中视文化 6349.94 790.56 -517.11 减亏

23 835509 林恒制药 2407.9 -31.29 -659.73 由盈转亏

24 872104 康泰旅游 12309.01 93.43 -689.29 由盈转亏

25 873010 海垦林产 1475.04 73.35 -894.92 增亏

26 833042 海控能源 13891.04 10.33 -935.8 由盈转亏

27 870307 传味股份 26257.55 24.28 -1942.9 减亏

28 831608 ST易航 6695.04 -3.75 -3003.5 增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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